
義工卿：歡迎大家收睇基督為本基金《愛是有圓》，大家好呀！我係基督為本

基金義工張淑卿，大家可以叫我卿卿嘅，我係一個半退休嘅人士。跟住落嚟我

要介紹我今晚嘅拍檔Eddy同Olive請佢哋介紹一下自己

義工Eddy：大家好我係Eddy，我亦都係基督為本基金嘅義工，創會以來一直都

有支持個會。過去我都參加咗好多關於幫人圓願嘅經歷。

義工Olive：大家好我係基督為本基金嘅義工Olive。

義工卿：「基督為本基金」係專為18歲以上晚晴人士圓夢嘅非牟利機構，《愛

是有圓》係機構製作嘅視像節目，訪問唔同嘅社會人士，分享佢哋對圓夢嘅睇

法。今集我哋訪問嘅嘉賓係伍桂麟先生Pasu。

Pasu：Hello大家好。

義工卿：首先我想簡單介紹一下伍桂麟先生，佢係香港著名嘅生死教育工作者

同埋遺體修復師，「一切從簡」殯儀服務社企同埋「生死教育書店」嘅創辦人

義工Olive：佢同時都係香港生死學協會嘅會長，同埋生死教育面書專頁嘅版

主。

義工Eddy：佢曾經出任香港中文大學醫學院解剖室經理，同埋多年來推動無言

老師，亦都係2019年香港十大傑出青年，同埋2020年香港人道年獎得主。

義工Olive：Pasu你係機緣巧合之下就做咗遺體修復師啦，你可以同我哋分享下

你入行嘅經過嗎？

Pasu：我諗其實我入行呢就廿幾歲入行啦咁，其實距離宜家十幾年做咗呢個工

作啦，頭先大家唔同嘅分享講番我嘅經歷，其實我覺得有啲抬舉嘅，不過呢我

諗自己咁年輕入行去做同生死議題相關嘅工作啦，大家可能會諗廿幾歲有啲咩

議題可以同生死去做呢。咁其實我自己本身係藝術畢業喇，都係做教畫呀或者

做設計嘅工作。咁但係個時都係一個叫做我哋叫freelancer。以前呢啲就可能叫

打散，但宜家年輕人好勁，有個好靚嘅名叫Slash。咁但係我諗喺以前我都覺得

係自己年輕嘅時候有多啲開眼界嘅機會都好嘅，咁同埋實際上係收入上多幾個

途徑去支持住自己，咁變咗呢鍾意做嘅嘢可能唔係好賺到錢。

咁就唔係話我做生死事實嘅嘢就唔鐘意，不過我嗰陣時就有親人帶入行喇

，咁我就去咗殯儀館個到學師。咁廿幾歲喺殯儀館咁無理由係我見家屬幫人安

排身後事㗎！因為大家可以想像下呢啲工作有啲似中醫呢個行業，你梗係會想

揀個老啲嘅去同你安排㗎嘛，咁我廿幾歲咋喎。咁所以其實嗰陣時我就係做一

個比較幕後啲嘅工作，就係處理遺體。處理遺體個工作好多人都覺得好棹忌、

好驚、好得人驚。

但係我自己可能有好獨特嘅經驗，就係因為我十七歲個時已經開始係一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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社福機構做義工。第一次叫做長時間去做嘅義工就會係做獨居長者探訪義工。

探訪獨居長者呢就由十幾歲開始，其實我都唔識講嘢㗎喎，咁可以做啲乜呀？

咁嗰陣時就係新年之前會幫啲長者喺屋企幫佢大掃除啦、幫佢執嘢啦、幫佢清

潔啦咁。

到自己開始識講嘢嘅時候呢，真係㗎真係要廿幾歲先開始識講嘢！咁就可

能真係開始識得去關心下個長者嘅生活需要。咁其實開始見到一啲社會問題係

畀長者，甚至乎明白到長者其實都有一種孤獨感，佢好驚第日係越老越無人理

，或者死咗喺屋企都無人知。

咁所以對於我入咗行做遺體處理，到去學習做遺體防腐呀、修復呀，有時

都會見到有啲自殺嘅人都係長者。我哋有時新聞見到都係啲好特別嘅個案我，

覺得年輕人自殺好嚴重，但實際上比我哋見到其實係長者嘅自殺率係比較高啲

嘅。

好幾個機緣巧合底下，令到我由做處理遺體嘅工作呀，或者再早啲嘅時候

接觸到長者，慢慢建立咗一個⋯⋯雖然我係接觸緊一個死亡嘅行業，但其實原來

喺我接觸之前，我係先接觸咗同老人需要嘅社福活動開始先。咁所以就慢慢建

構咗我後邊點解做生死教育嘅時候就有嗰啲嘅諗法，去由我十幾歲原來就開始

呢個工作先。

義工Olive：我想問吓你呢，即係你廿幾歲入行嗰陣時呢，都係做幕後嘅工作呀

，處理屍體啦，其實都有啲驚㗎嘛，咁你係點樣去克服嗰個心理恐懼呢？

Pasu：咁我都好感恩嘅咁，其實我唔係好驚咖啫，哈哈！一開始已經。我覺得

我係未做之前驚啲嘅，因為我即係當我親人問我啦，我係畀佢問咗三次之後先

決定入去。我開頭拒絕佢唔係因為我驚，我拒絕佢喺因為我覺得佢係覺得我無

嘢做、覺得我無工開，跟住先叫我去。我唔係咁樣喎，我覺得有啲畀人睇唔起

嘅感覺，我覺得，我覺得我係賺到錢㗎喎。咁到後尾佢都應承咗，咁因為我都

見到佢哋好難搵下一代嘅人去做啦。

二來，我都sense到即係意識得到，我將來喺香港做創意行業⋯⋯創意行業嘅

人其實都好挑戰，我覺得要攞個平衡。所以我覺得做喜歡嘅工作可能真係未必

賺到錢，但如果要維持喜歡嘅工作就要有另一啲嘢去支持住自己。咁所以我呢

個，其實係一個唔係好尋常讀藝術嘅人會有嘅諗法，但係正正好彩我自己都有

我特別理性嘅個一面。

咁所以到我開始做嘅時候呢，我唔係好覺得我見住一個遺體去做，我係覺

得同我接觸嘅老人家唔係好大分別。雖然我都係會開刀見血嘅，但感覺上呢，

其實係一個老人家咁瞓喺度。我諗多啲嘅衝擊係，做一啲意外過身喇、或者自

殺過身喇，咁嗰啲係唔尋常嘅。但個種唔尋常唔係因為佢死得好難睇，個種唔

尋常係會我心裏面係有些小哀傷，其實佢哋係未必需要，即喺佢哋未必要經歷

呢一個咁突如其來嘅死亡。咁有時經歷意外而死呢，嗰啲意外可能係佢自己嘅

原因喇，亦都係可以係人哋嘅原因而導致佢地死亡。如果佢自己嘅自殺，可以

係睇唔開、可以係情緒病、可以係佢生活真係好艱苦。

咁所以我諗喺我做呢啲工作，點解我唔會覺得驚，因為我從來覺得我係服

侍緊嗰個人，咁到我再做多啲case、做呢啲工作嘅時候，我慢慢開始知道原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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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以為我服侍緊嗰個死咗嘅人呢，咁因為接觸多咗啲家屬，我後尾慢慢覺得都

唔係服侍個死嘅人，其實最後原來真正服侍嘅喺嗰個在生嘅人，即係唔係死者

，係服侍緊個生者。所以當服侍緊個生者嘅時候，你發覺有啲嘢，原來你可以

幫到⋯⋯

義工Olive：例如一啲安慰呀。

Pasu：比如一啲安慰啦。但另一邊廂，你以為你可以幫佢，慢慢有時你會發覺

無能為力，咁所以令到我點解要做多啲生死教育嘅工作，就係因為前面有咁嘅

一啲一步一步嘅經歷同覺悟或者，咁就知道其實做預防嘅嘢、做教育嘅嘢、做

文化、推廣喺生死教育上面需唔需要一啲文化，好啲嘅準備、一啲情緒嘅照顧

或者陪伴。我覺得呢啲就喺我後期點解會越做越多。咁我覺得個基礎喺由我呢

啲經歷到開始。

義工Eddy：有無話最難忘嘅經歷喺邊一個個案？

Pasu：我諗我自己最難忘嘅經歷，因為做遺體，尤其是做修復工作，我諗係⋯⋯

其實我宜家好少做嘅，因為我後尾覺得做遺體修復⋯⋯雖然我都會好專注去做遺

體修復個案，咁但係能夠做到當然最好啦，但係有時我諗安慰嗰家屬更加緊要

，但有啲時候點解都要有修復嘅程序出現，因為始終屋企人可能好想見最後一

面。

咁特別個案，我可能我自己做嘅個案老人家又有、後生嘅又有、識得嘅親

人都有。咁所以如果真係你話要深刻，我做過自己嘅朋友嘅遺體修復，佢係墜

樓嘅，我諗喺做嗰個過程就⋯⋯陣間見到就係，即係一個人嘅死，而嗰個人同你

有一定程度嘅關係呢，其實個感觸係多嘅，但感觸多之餘你點樣係呢個不可挽

回嘅事裏面去做些少嘅嘅補償、或者補救呢。其實無話救、無得救添呀。有無

一個補償呢，我諗係可能遺體修復係可以做嘅嘢啦，或者係我可以畀到佢屋企

人嘅嘢喇，咁但喺佢無一個仔就無一個仔，咁所以我諗呢個係⋯⋯

即係更加令我覺得做一啲可能身體教育嘅嘢呀、情緒關顧嘅嘢呀，無論係

做老人家嘅生前規劃呀、死後嘅規劃，定係做年輕人嘅一啲生命教育呀，咁呢

啲都係我會慢慢一直一直畀自己去做嘅一個目標，可能就由呢啲經歷開始囉。

義工Olive：你將佢嘅遺體修復嗰個做得好好睇睇啦，咁佢個家屬都會覺得好安

慰，咁喺呢一方面來講呢，咁家屬會唔會話有啲特別嘅要求會提出嚟？即係點

樣係修復方面。

Pasu：其實做修復呢就無一個特別要再做、額外嘢嘅需要，因為你係盡可能還

原番佢原本個模樣啦

義工Olive：原來個樣，個模樣。

Pasu：但係無得還原哂嘅，我哋都要承認，呢樣係其實我可以盡力而為，但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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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時間都係量力而行㗎咋我諗都係，唔係量力而為。咁因為你想像你去一個蠟

像館，你見到個都幾似嘅蠟像，但人哋專業嘅蠟像，度曬個明星個名人，跟住

再做蠟像，可能做半年咁樣，咁可能先做到九成個樣似，有啲人都覺得有啲唔

似添呀。咁何況我要係一個人過咗身到喪禮，個短嗰幾個禮拜做到十分似呢

咁。可能對我嚟講我最盡只可能做到八成似。

咁所以與其做呢樣嘢，可能有時除咗功夫要多啦，咁有時收費又未必平得

到啦，咁可能我就要喺其他地方幫個家屬去過渡，可能有時會有時比起真係純

粹去做修復緊要。

義工卿：咁我哋知道你係讀設計出身㗎喇咁，咁喺設計方面呢對遺體修復有無

你嘅優勢呢？會唔會令你嘅工作容易做啲呢？咁同埋你響遺體修復嗰度呢有無

準則？準則係喺邊度呢？

Pasu：我諗做遺體修復來講，藝術方面嘅培訓同修養係真係好大幫助嘅，因為

我自問我都係比較學院派出身喇，咁所以即係有好多藝術上嘅根基，無論係畫

一樣嘢呀、臨摹嘅基礎呀，咁一定係好嘅。咁所以就唔喺好似宜家大家睇到嘅

藝術家咁，畫咗一幅畫跟住碎咗佢一半呀，或者加個張白紙就行離開咗嘅一個

行為藝術咁。

我就係讀好傳統嘅藝術培訓開始。咁所以做遺體修復呢，因為要還原嘛，

所以有時見到先人個樣之前，會問家屬攞相片幾張，咁樣去對照、去參考。咁

但係就有幫助，不過就未必係最接觸到，而一定係最perfect咁出現囉。

義工Eddy: Pasu 呀，你頭先都講咗好多關於遺體修復同埋你係殯儀嗰方面嘅工作

啦，咁點解你會後期加入咗去香港中文大學醫學院解剖室嗰邊工作㗎呢？

Pasu：我29歲嘅時候呢就結婚啦，所以當我結婚嘅時候我就開始諗，人生已經

轉咗去另一個階段啦喎，咁其實係咪工作都可以諗一諗呢？究竟而家嘅工作係

咪仲有其他可能嘅發展呢？我想試吓上幕前，就真係幫人真係⋯⋯因為我當時已

經讀緊一啲生死嘅教育課程啦、一啲哀傷輔導嘅課程啦，我覺得可以試下即使

30歲嘅時候比較年輕呢，都係去做一啲幫人安排身後事嘅嘢，咁但係唔同嘅原

因，我發覺原來嗰陣時都係一個未適合嘅時間啦咁（苦笑）。

咁反而我見到中大醫學院請人，係做呢個醫學院解剖室裏面嘅防腐師啦咁

，咁我自己就諗，嗰陣時呢其實比自己一個機會入去大學，去做高等教育嘅工

作，但又係做防腐師，不過只係由以前嘅殯儀館轉咗可能去醫學院，最初轉嗰

下我人工係少咗50 %，咁但我又覺得都值嘅，因為「我宜家唔試下轉呢，第日

我覺得我再大啲嘅時候會唔夠膽轉」嗰陣時有咁嘅諗法。咁所以入到醫學院

做。

我覺得係好慶幸啦，我入到去遇到好好嘅老細，遇到陳新安教授啦咁，佢

比咗好大空間我，唔係淨係做遺體防腐、唔係淨係做標本、做解剖嘅教育協助

，即係佢比咗好大嘅機會我去做一個叫「無言老師遺體捐贈計劃」。入去一零

年，入中大嘅時候呢，嗰陣時遺體一年得三、四個人係捐嘅，其他個十幾個遺

體都係啲無人認領遺體嚟。我以為本身大學用緊啲遺體都係捐嘅最初，但原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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係咁少㗎咋喎原來係。

咁我自己有做開生死教育嘅嘢啦已經，亦都係嗰陣時都做咗10年以上做獨

居長者嘅探訪啦，咁入到去就覺得呢個會係當時自己係特別想投入去做嘅嘢。

咁所以由一零年入中大，一一年成立咗「無言老師遺體捐贈計劃」啦。其實我

喺係「遺體捐贈計劃」成立10週年嘅時候走㗎我係，咁所以我覺得好慶幸啦，

喺我走嘅時候，基本上遺體已經一年係平均有100人去捐贈㗎啦，其實同嗰陣時

得三、四個人係天淵之別。

咁同埋入咗去做捐贈計劃嘅第三年呢，其實嗰陣時已經係去到有幾十人捐

遺體，已經係斷咗唔需要再用無人認領遺體，所以我諗當然幫到醫學院有好多

人捐遺體嘅增長呢，或者好多人登記呢，呢個係一個好大嘅改變嚟。但係係道

德倫理上嘅更大改變係，你可以唔用一啲無人認領遺體，而係有根有據、合情

合理去用一啲願意捐贈嘅人呢，咁呢個係我覺得係更加大嘅改變啦。

義工Eddy：Pasu呀，頭先你都講到話推行呢個無言老師呢個計劃，咁就令到一

啲捐贈⋯⋯由以前無人認領嘅遺體捐贈，到而家就都多咗好多人主動去捐贈，其

實呢個成效你自己覺得點？

Pasu：點解會成功呢簡單啲講，我諗係我自己個感覺就係，我哋要推動一個都

係禁忌嘅嘢啦，就係因為禁忌反而更加要直接了當去講，不過嗰種直接了當呢

係有鋪排嘅。如果我一開始出去個社區，我就不斷講話：遺體捐贈好重要呀，

即係如果唔係咁樣做呢，啲學生就唔夠遺體解剖啦，醫生呢就唔夠遺體去做研

究啦，唔夠手術呢去做一個培訓啦咁⋯⋯但係呢啲係人都知呢，你咁樣講鬼唔知

係有係好啲咩，但係呢啲唔係最能夠令我有個衝動去捐贈遺體。

我要佢個感性呢，都要觸動到佢。但係當可能我出去咗個講座一個鐘，去

個社區中心同老人家講，而家話畀你聽，原來個遺體捐贈我只係留番最後十五

分鐘先講，我前面嗰九個字呢，其實原來係講多啲係一個老人家，原來佢係要

有一啲生前規劃，生前規劃可能係佢由長期病患，到佢開始自理能力減退，到

佢成為一個比較嚴重啲後期嘅病，到一個臨終病。

其實有好多嘢呢，佢要自己諗定，佢要同屋企人溝通。嗰啲嘢係佢最切身

所需要嘅嘢，佢過咗身之後，佢嘅身後事應該點安排，除咗事務上點安排，佢

點樣令到屋企人容易啲過渡個哀傷，當呢啲嘢佢準備得到自己，準備得好去家

人，其實佢再諗咩器官捐贈呀、遺體捐贈，係容易好多。你諗下佢連一啲最基

本嘅自我嘅條件都未做好，你就叫佢捐器官、捐遺體，會唔會早得滯？佢準備

得好自己，準備得好屋企，準備得好家人生前身後要點樣照顧佢、點樣過度佢

自己嘅情緒、事務上。一切都準備好啦，咁佢幫人係容易好多，即係無論捐器

官定遺體。

咁仲有個好大嘅好處就係，我係代表醫學院出嚟去介紹遺體捐贈，但係，

我係以一個醫學院嘅代表，亦都係一個醫者嘅心情，用一個醫者嘅心情去照顧

番呢啲老人家，佢一啲基本生活、心理、身心社靈嘅需要。而先至去講遺體捐

贈，咁佢係咪覺得其實佢係一個被關心緊嘅角色，而佢既然都係被關心，你都

提醒咗佢好多嘢，你都教導咗佢好多嘢去準備。我俗氣啲講，佢係咪鬆手少少

呢？如果你真係想佢去捐器官、捐遺體嘅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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咁所以我覺得呢個都係一個幾重要嘅因素去令到件事成功，而我哋係唔使

賣花讚花香。即係我追女仔都好，都唔會一嘢就㨃扎花，我要前面有啲鋪排先

得㗎，咁我鋪排好，你個扎花出現嘅時候呢，先係最好效果嘅，你一開始就㨃

扎花出來佢未必受你。呢個都係、少少嗰個、你當係策略呀，你當係可以點樣

去做呢樣。

義工卿：咁係咪後生啲嘅人係比較容易啲接受你呢個遺體捐贈計劃嘅理念呢？

Pasu：其實呢，年紀大嘅人係會接受多啲嘅，其實哈，年紀輕嘅人呢，佢根本

理都未必想理，好現實咖喎，因係大家係嗰個年紀，年輕嘅時候呢，你對生命

嘅追求係好唔同，但係年紀大嘅人，甚至乎佢已經有長期病患嘅人呢，佢已經

意識到呢，即係生老病死嗰個階段係一步一步咁嚟，所以當佢可以面對到佢嘅

年老，面對到佢嘅疾病，面對到死亡嘅時候，咁所以佢幫人、捐器官、捐遺體

會自然一啲囉。咁但係年紀輕嘅人呢因為佢未諗到呢樣嘢，根本死亡對佢來嚟

講太遙遠，所以唔好話佢接唔接受，可能佢連去聽呢啲嘅訊息嘅衝動呀，或者

好奇都未必有，咁所以我諗起喺做年輕人嘅生死教育係用另一種層面去切入，

就唔係用一種生前身後嘅規劃去切入嘅。

義工卿：你有無覺得無言老師都係幫緊啲亡者圓夢呢？

Pasu：我覺得呢，本身無言老師嗰個計劃係幫到部分嘅人呢，係有一種圓夢嘅

一個訊息呢或者係理想係放咗落去。點解呢？

我覺得呢遺體捐贈嘅登記人呢，都有兩種嘅，即係如果好簡單咁分，有啲

人呢，係純粹真係覺得幫到人，咁呢個好緊要啦。咁另外仲有一種呢，好得意

咖喎，好多人都係有一種用得唔好嘥嘅概念係裏面，咁所以呢，其實佢哋係一

啲環保嘅人士嚟，不過佢自己唔知道啫。咁呢兩種就好得意㗎，所以呢你問我

邊一種係叫做似啲圓夢嘅人呢？我覺得第一種似啲，但第二種就唔係好似。

第一種呢，因為佢真係想幫人，佢都有個心願係幫到啲學生、幫到日後嘅

病人，所以當有人係真係喺佢身上，捐到去醫學院去用嘅時候，其實係完成咗

一個佢去幫助別人嘅心願。咁而且呢，我咁樣講呀，呢種人呢，仲再分兩類，

一種係佢係好清楚成件事係點樣幫人，有啲人就唔係好清楚，不過呢佢唔清楚

極都最少知道係幫到醫學生、幫到將來嘅病人。所以呢，如果係第二種我頭先

講呢啲啦，偏向係知識水平無咁高嘅人啦，或者可能佢本身係比較基層啲嘅人

啦。但係呢好得意㗎喎佢哋，雖然佢哋未必考究嗰啲技術性嘅問題，點樣捐

呀、即係捐之前要做啲乜、之後屋企人要做啲乜⋯⋯佢未必好清楚知道，亦都未

必好清楚解釋到畀佢啲屋企人聽，但係佢只係好簡單有咁嘅心願想幫人。

同埋，點解我話呢啲人係佢知知識水平可能會低啲、會基層啲，因為佢見

到自己好多嘅不足，咁但係佢見到自己好多不足嘅時候呢，佢自己嗰個自我價

值亦都同樣係比較低嘅，尤其是本身佢仲要係，如果係基層以外，仲要係獨居

長者呢，佢會覺得自己臨死之前呢，會長期處於一個社會負累嘅狀態，咁所以

當佢能夠知道，佢到最後一刻原來佢可以將佢個身體去捐番出嚟畀醫學院，去

回饋番畀社會，或者回饋番，即係佢見過啲醫生，即係啲醫生都好盡力去啲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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佢呀，但佢都無得回饋番畀個醫生，咁佢只會諗到，不如回饋番畀下一代嘅醫

生啦咁。咁所以我諗頭先你問我圓夢嗰一樣嘢，就我覺得，如果我細分到去呢

啲人呢，我覺得越缺乏嘅人，而佢越簡單，個心腸咪決定捐遺體。呢啲人係對

於佢遺體捐贈嗰個心願嘅意識係越強烈嘅。

義工卿：咁我哋知道啦，無言老師喺開學嘅時候就有開學禮啦，咁請問你用完

嘅無言老師嘅遺體呢，你哋會點樣去處理呢？會唔會要啲學生去同佢哋嘅遺體

做最後致敬？

Pasu：咁遺體呢，如果佢，反而係開學嘅時候呢，學生會同佢做致敬啦，會有

靜默儀式啦。到走嘅時候呢，佢哋未必有個所謂致敬嘅儀式嘅行禮，不過呢佢

哋都會寫番張卡呢，就會可能係畀番先人呀、畀番個屋企呀，令到佢哋見到，

即係佢哋自己學習完個心意可以畀到，即係可以當先人嘅陪葬品嘅一部份呀，

或者如果佢有屋企人嘅話，屋企人可以睇到嗰啲學生喺先人身上學完之後有啲

咩諗法呀。

或者可能喺之後有嘅撒灰儀式，有時學生佢自己都會有啲分享呀，有啲甚

至乎係嗰個無言老師，佢可能係無家人添嘅，咁就由學生自己去處理咗幫無言

老師撒灰嗰個動作，嗰個儀式咁，咁由佢親手自己去送別番個無言老師呀。咁

我覺得呢啲都係本身醫學生裏面佢可以有種反思喇，或者回饋番畀無言老師

啦。咁就，我覺得有時呢啲嘢都比起純粹做個儀式緊要，即係佢能夠有實際嘅

行動或者文字去表達，比起佢一個鞠躬、或者敬禮、或者一個靜默可能仲深刻

囉會。

義工Eddy：Pasu你頭先你講過呢話，學生喺處理完嗰個無言老師之後呢就會送

別佢哋嘅，咁甚至乎有啲學生呢就會係幫啲無言老師撒埋灰啦，咁其實啲學生

嘅父母呀，或者佢屋企人知唔知呢樣嘢呢？

Pasu：我諗其實學生自己嘅父母呢，可能有啲知，有啲唔知嘅，因為呢我哋做

呢個儀式呢，就聯絡番想參與嘅學生啦，咁學生佢要負責可能呢個部分呢，我

覺得係佢自己同自己交代番多啲嘅，佢未必會同屋企人講。

咁但係你話屋企人有無呢種心理準備，或者有無嗰種障礙呀，或者有啲傳

統嘅忌諱裏邊呢？我覺得呢，香港嘅父母就好實際嘅，哈哈，點解會咁樣講

呢？因為呢，其實佢個仔女入嚟醫學園學習做醫生，就已經知道個仔十七、八

歲就要接觸遺體㗎喇首先就，咁所以我諗呢佢哋嘅父母呢，就算有啲忌諱呢，

我諗佢對於培養仔女成材嗰種嘅能量，應該係大過佢對於嗰個死亡嘅忌諱嘅應

該。

何況呢，我覺得如果佢知道個仔女真係幫啲無言老師做撒灰嘅話，我覺得

呢個係更加凸顯到喺中大醫學院裏邊呢係想醫學生係得到啲乜嘢，因為如果佢

哋只係得到一啲嘅醫學知識，或者一啲技術嘅提升。咁但係當佢哋去點樣去培

養一個醫護人員嘅醫德，講真，就算肯喺個教材或者課程嗰度安排，其實都係

教書咁教嘅啫，咁但係如果喺其他實際嘅活動呀，或者喺其他嘅唔同嘅交流或

者體驗裏面，令到佢地自己本身有得著呢，我覺得絕對係比起直接去上堂教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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係重要嘅。

咁所以，呢個問題都反映到其實做生死教育呢，如果我要喺醫科生度做呢

個所謂嘅教育呢，唔係上堂去教嘅，其實係係用一種體驗式學習啦，或者係用

一種學習嘅氛圍啦，去影響學生用一個乜嘢嘅角度去睇呢件事，咁如果佢嘅角

度就喺，原來我可以親手為我呢個曾經落過刀嘅無言老師去送最後一程呢，呢

個應該要係佢嘅榮幸嚟㗎呢個係。

我亦都覺得唔需要講到太過高尚咁樣啦即係，因為亦都唔係每個醫學生都

可以親手做呢樣嘢，咁但係當我哋有呢個安排喺度嘅時候，反而係就算只係一

個儀式，得一、兩個學生做呢樣嘢，但係其他嘅學生參與嘅見證到，或者無參

與嘅知道有呢樣嘢發生都好，其實已經係對佢哋點樣睇一個無言老師係有一種

反思，因為原來唔係每一個無言老師都一定係有家屬喺背後，佢可以係一個孤

苦無依嘅長者，而佢仍然肯去捐贈你中大醫學院。我哋未必會話畀佢聽，每一

個佢哋埋枱去落刀個無言老師係有無家人嘅，有時我都唔知咖，佢可能啱啱送

嚟嘅時候個家人到佢走嘅時候搵唔番嗰家人呢？好難講咖呢啲嘢係。

咁佢點樣去珍惜佢對於無言老師嗰個學習，或者如果佢有幸係做送佢一程

嗰個，佢用一個乜嘢嘅心態去面對，或者其他人知道咗呢樣嘢嘅時候，對其他

人有啲乜嘢影響，咁我覺得呢個係更加重要。咁所以喺父母，如果我假設我係

嗰個父母，我知道我個仔女去做呢，我係好高興，可能一屆裏面有三百個醫學

生啦宜家，佢可以係可能少數其中一兩個去做代表，去撒灰去畀嗰個無言老師

，可能佢嘅得著比起佢攞一個獎學金係大㗎。咁呢個係⋯⋯所以我諗係培養學生

去睇，即係我諗尤其中大都係講緊人文精神嘅學府啦都係，咁我覺得呢個係好

難得嘅機會嚟嘅，咁我諗係父母應該高興而多於係，即係覺得仲有啲乜嘢忌諱

咁樣。

義工卿：Pasu，咁我想知道呢，呢個計劃呢令你有啲乜嘢難忘嘅地方啦，同埋

難忘嘅事，對你做人處事有乜嘢影響呢？

Pasu：我諗喺做成個遺體捐贈計劃啦，我首先覺得就係好多人都喺我開始做遺

體捐贈計劃嘅時候呢，係有好多嘅嘅諗法呀，好多嘅可能聲音呀，好多嘅一個

懷疑嘅角度，但咁其實都合理嘅，因為大家睇生死，可能或者睇器官捐贈都唔

係做得咁好，哇你捐遺體添喎唔係捐器官，咁但我諗喺成個過程，就係我覺得

喺⋯⋯我可以慶幸我有嘅技能包可以運用得到喇喺裏邊，因為我自己讀書，雖然

我話我係讀藝術出身啫，但係其實我實際讀書，我比較有興趣反而唔係藝術嗰

邊嘅嘢，我比較有興趣反而係市場學呀、品牌學呀、文化研究呀⋯⋯即係我比較

鍾意呢啲嘢呀其實我，即係反而係其他額外選修上我鐘意呢啲嘢多啲，而呢啲

嘢最後係幫助咗我去喺學習到去實踐生死教育嘅推廣啦、甚至乎遺體捐贈嘅推

廣啦，點樣嚟⋯⋯我真係當包裝呢個遺體捐贈呢個program、呢個計劃，同埋我點

樣係去推廣、接觸唔同嘅人。

其實我唔係靜係喺長者中心做講座，其實我最初做遺體捐贈嘅時候呢，除

咗會去問啲慈善團體做長者服務嘅之外呢，我係真係拎住個文件包咁樣呢，好

似個sales推銷員，咁我係逐間醫院呢，去醫院嗰個資源中心，真係敲門問吓個

主任，問吓個社工呀有無興趣了解吓；去醫院啲院牧去敲吓門睇吓啲院牧有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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興趣知道吓；去睇吓如果腫瘤科又睇下腫瘤科；或者舒緩科有無啲同事有興趣

呀。即係我都幾搞笑㗎，其實我諗番轉頭呢個經歷都幾有趣嘅，你好難想像一

個醫學院無端端有個人咁走埋嚟講話遺體捐贈呢樣嘢，咁但係就係因為唔同人

接觸，咁當然係有好多人係閂門啦，咁但係都有啲人會開門嘅，同埋佢一開度

門畀你呢，唔係淨係畀你入去去講，佢會再介紹其他佢身邊都有興趣嘅人去幫

你嘅咁。所以當佢入到去，其實我發覺由一啲願意接受你嘅人開始，佢會再介

紹、或者再拓展出去嘅時候，咁由可能醫院、可能去到一啲地區嘅組織亦都

會。

我平時去上堂，去上生死嘅堂呢，講真十幾年前上呢啲堂呢，大部分人都

係四、五十歲嘅，無端端有條廿幾歲嘅𡃁仔喺度咁樣上堂呀咁樣，即係三十歲

呀咁樣，咁佢哋都好照顧我嘅，因為我係無端端有個好細嘅喺度上堂咁，咁所

以佢知我轉咗行做醫學院、做遺體捐贈，佢哋又好歡迎我去佢啲機構度講，畀

啲機會我講呀咁。

咁所以即係慢慢⋯⋯其實係一步一步去做，咁同埋一步一步去做嘅時候，咁

當然都有一啲策略啦，咁但係策略以外，更多係你不斷去做呢啲嘢，同埋你係

每一次確實、確切嘅交流同其他人呢，你會吸收到佢嘅見解。雖然呢樣嘢好新

，無人教到你，但佢都會有個，佢都會有個意見、有個回饋畀你，同埋你見到

佢哋嘅服務、見到佢哋嘅成功之處、或者見到佢哋嘅不足呢，其實每次都有個

刺激自己。咁所以我做呢樣嘢，我除咗要身體力行走出去做，一步一步做，揼

石仔咁做。

我可以形容呢，頭嗰幾年呢，我個腦係不斷運作呢，即係我放咗工個腦都

係諗緊點樣做個計劃啦，同埋唔係淨係齋諗點做，因為我諗我係創意工業學院

出身嘅人呢就，我會反覆去諗唔同嘅方法點樣去⋯⋯大家去crossover，去諗點樣將

一個原本忌諱嘅嘢去突破出去、去擴展出去。咁所以我有幾年時間呢，即係除

咗係特別會諗得多呢啲嘢之外呢，我做講座呀，介紹遺體捐贈呀，我做得最密

嗰幾年係一年做六、七十場，咁一年做六、七十場，即係話三個禮拜、兩個禮

拜做三場，即係唔止一個禮拜做一場。咁但係每一次做呢，我都有要求畀自己

，就係要每一次做嘅嘢都有啲唔同，每次講嘅嘢都有啲唔同。咁因為當你每一

次去見嗰啲人，你做啲功課，知道你要向一個咩對象講嘅時候，呢班係咩年紀

嘅人？係乜嘢層面嘅人？佢嘅經濟條件係點？佢係被照顧定係照顧嘅人？定係

專業人士？係老人定年輕人？佢係住緊一個咩地區？嗰個地區係點？其實你每

次調節少少，你就會對於嗰一啲人點樣睇呢件事觸覺就會強啲，到你真係見識

到，同佢講完，佢交流話番畀你聽嘅時候，你又會有新嘅啟發。

每一次去做一啲，多一啲，做一啲，多一啲呢，我都相信係有直覺嘅，有

時點樣做一件事，但係個直覺唔係無端端出現嘅，係經過呢啲嘢反覆去鍛鍊出

嚟嘅，咁所以喺成功做遺體捐贈呢一樣嘢，就係原來你係要有一個觸覺，係好

知道嗰啲人佢對於死亡嘅恐懼啦，而佢個恐懼唔係純粹對於死亡嘅恐懼，佢係

唔夠準備嘅恐懼，係一種未知嘅恐懼。你知啦，有啲係生前嘅未知，有啲死後

嘅未知，死後嘅未知我解釋唔到喇，即係我唔係一個傳道人呀嘛，嗰啲嘢應該

係由宗教人仕去做，但係生前嘅恐懼對於生老病死，死咗之後對於屋企人嗰種

唔知點處理嘅惶恐，呢樣嘢係我可以解釋得到。我諗做呢啲嘢嘅反覆就係話知

道去，點樣去特別貼心去做到，即係喺遺體捐贈嗰個計劃係去對住咩人都可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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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都可以⋯⋯即係有一個令佢觸動嘅位，或者另外對於呢樣嘢認識嘅位，畀佢知

道囉。

義工卿：Pasu呀，咁你入行咁耐呢，有無發生咗一啲難忘嘅事情呢？又有無啲

神怪嘅事呀或者不可思議嘅事情發生過呢？你哋⋯⋯你可唔可以同我哋去分享

吓？

Pasu：其實呢，我諗好多人呢，見我自己做呢個工作呢，都會問我呀，即係會

唔會有啲咩靈異呀、撞鬼類似呢啲經驗嘅。我無直接嘅撞鬼嘅奇遇可以講㗎嘅

，咁無直接係咪即係有間接呀咁樣，哈哈。咁唔奇嘅，咁普普通通都有啲嘢講

下咁。

係好普通嘅其實係，普通到呢，就算我知道有呢，我都唔會理佢㗎。同埋

呢，何況呢，我都未必肯定係有，因為我都無直接、真正⋯⋯如果⋯⋯或者我可能

某個空間、某個時間，我突然間feel到有啲唔同，但係就算關鬼事，定係唔關鬼

事都好，因為點解我要咁樣講呢，因為大部份我哋聽番嚟嘅鬼故，或者我哋喺

一啲節目，無論電視、電台定乜嘢都好呢，我係絕對相信呢，大部分都有渲染

過嘅，無論嗰樣嘢係真都好，甚至乎好多都係假都好，就算真呢都有幾分假，

或者甚至乎有少少真好多假，咁即係咁其實係無乜意思呀，咁即係講呢個只係

為咗滿足對於，即係死亡背後帶出一種即係，帶有一種恐懼，同時都帶有一種

神秘感。

而有啲人呢，佢以為自己唔驚之餘，佢仲覺得好想聽呢啲嘢，而得到一種

即係刺激感，而依種刺激感其實係某程度上滿足緊自己一種快感。但我亦都要

承認呢就係，如果人無咗某啲好⋯⋯如果人無咗好奇心呢，即係人係無得進步嘅

其實係，不過呢只係個好奇心唔係擺呢度啫，因為既然呢啲關鬼事嘅嘢，你又

唔係變咗鬼，你人嚟㗎嘛你！咁即係關你鬼事咩咁即係！咁所以我覺得，喺我

自己嗰個角度來講呢，就算呢個世界有鬼都好，更何況我係基督徒嚟，我都信

有鬼嘅，我都知道嘅，我都知道，咁有鬼咪有鬼囉。佢有佢嘅生活，我有我嘅

忙碌，我做緊嘅工作一定特別多鬼，咁應該都係嘅，但係唔係你想像中咁容易

撞到、遇到，有啲咩神神怪怪、奇異，有奇異嘅嘢，係無㗎。所以其實好多時

問嘅時候，或者大家心裏有一個好奇，其實我覺得應該要有嘅呢個好奇，但其

實唔需要咁考究，因為呢樣嘢對我哋無特別大幫助。

同埋仲有一樣嘢，就係我好相信嘅一樣嘢，就算有鬼呢，佢見到我，係佢

驚過我，應該係，應該係佢避開我，而唔係我避開佢，因為⋯⋯即係你⋯⋯中國人

話「平生不做虧心事」呀嘛，其實我唔單止無做虧心事，我係幫啲死者嘅，其

實我係，咁所以就算佢嚟到頂櫳都係多謝我嘅啫，或者佢唔係嚟嚇我嘅，何況

我都唔需要接受佢嘅多謝，唔需要哈哈！我做我自己本份要做嘅嘢。

咁但係如果你係邪靈、惡靈呢咁，唔該你都係搵個烏雲蓋頂、眉頭耷眼嗰

個啦。你埋嚟，我驚我傷到你咋！可能我有咁嘅信念啦。咁既係我係基督徒，

我覺得咁有聖靈住喺我哋度啦咁，有神去保護啦咁，咁雖然我咁樣講好似好

hardsell啦咁，咁你就當我唔係因為基督徒啦，只要你平常心面對，你好信你為

人所做嘅嘢呢，其實鬼神之事呢就算好似孔子所講，我哋講番中國人嘅諗法，

孔子話：「未知生，焉知死。」因為佢嘅弟子問佢鬼神之事，而孔子潤番佢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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徒弟，就係話你連生嘅事你都未可以掌握得到，連對待人嘅事你都未做得好，

你點會明白死亡？死亡都未明白，咁鬼嘅事你知嚟做乜嘢啦簡單啲講就係。呢

個都係我平時有時好多時，我咁樣講可能有少少好似，即係令到大家原本想聽

嘅有啲唔同，或者可能有啲失望，但個事實就係咁樣囉。

義工卿：咁我哋呢part呢都問得差唔多啦問題，咁或者我哋都畀我哋嘅嘉賓休息

一下，我哋會換另一批嘅主前人入嚟，主持下一part嘅部分。唔該曬嘉賓！多謝

曬！（拍手聲）

Pasu：唔該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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